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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的k-space掃描方式 

掃描時間 = TR × NPE (× NEX) 

kx 

ky 



動態追蹤掃描 

• 隨時間偵測訊號之變化 
• Dynamic imaging, time-resolved 

imaging 
• 時間解析度夠高才足以觀察動態訊

號改變 



若要加速掃描… 

• 縮短TR：fast gradient echo 
– SNR下降 

• 減少相位編碼次數(NPE) 
– 空間解析度變差 



還有其他方法嗎？ 

• 減少相位編碼次數，同時維持空間

解析度 
– Half Fourier, Partial Fourier 
– Parallel imaging 
– View sharing, Data sharing 



k-space的中央部分：影像主要對比 

256 x 25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4 x 64 



k-space的外圍部分：組織邊緣與細節 

256 x 256                      64 x 64 以外 



動態掃描加速的選擇 

• 組織訊號強度可能改變 
• 組織形狀、邊緣位置通常不變 
• k-space中央部分的訊號才會變動 
• 僅有中央部分重複擷取以節省時間 



Keyhole method 

每次擷取影像僅更新中央數條k lines 

kx 

ky 



Keyhole 概念 

• 在動態成像開始之前或結束之後，

擷取完整k-space作為reference 
• 每次僅更新部分中央數據，搭配

reference的外圍數據以獲得高解析

度影像 



Keyhole 加速 

• 1993 by Jones, Van Vaals 
• 以256x256為例，keyhole部分若為

52條k lines，可達五倍加速 
• 可搭配Partial Frourier method 



DCE imaging of kidney 

TE / TR = 3.2 / 21 ms, keyhole size 20% 



Keyhole的問題 

• 基本假設：動態資訊僅分布於k-
space中央 

• 若不成立，影像必然失真 
– 例：DCE scan中的小血管 
– 越細小的結構，失真必然越嚴重 



多取一些外圍的資料？ 

• 既然完全不更新k-space外圍會導致

失真與假影，那還是多少更新一些 
• 越靠近k-space中央，更新速度越快 
• Block Regional Interpolation 

Scheme for K-space (BRISK) 



外圍填入的資料來源明顯影響影像 

   Zero filling            Ref. from Pre-C     Ref. from Post-C 



BRISK sampling scheme 

越靠k-space中央，取樣頻率越高 



BRISK +CINE cardiac MRI  

• 原本每個cardiac phase都需要收滿

整個k-space 
• 不同cardiac phase的k-space外圍

資料彼此分享，可縮短掃描時間 
– 上頁例：深色格數僅佔全部1/4 



別忘了心臟會跳動 

• 每個cardiac phase的外觀看起來都

不一樣，影像細節有略有不同 
• 直接填入不同phase的外圍資料容

易造成假影 



將資料分享的概念推廣到3D 

• 3D imaging 所需編碼數量多，一向

耗時，動態影像幾乎不可行 
• 依照先前概念：越靠近k-space中央

，更新速度越快 
• 適合的應用方向：3D DCE imaging 



Time-Resolved Imaging of Contrast KineticS 

收訊次序：ABCDABACADABACA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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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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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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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像重建 

• 每次僅收取部分k-space，越靠近k-
space中心處，收訊頻率越高 

• 針對每個區間的資料，都可借用最

近收到的其他部分組成完整k-space 
– 高空間解析度 + 高數據更新速率 



TRICKS reconstruction 

ABCDABACADABACA… 
A 

B 

C 

D 

ky 

kz 

直接合併(或線性內插) 



TRICKS帶來的優勢 

• 使得3D time-resolved imaging成
為可行 

• 適合需涵蓋大範圍的臨床應用 
• 除非精準預期first pass，否則不易

與閉氣合併使用 



TRICKS on lower limb vessels 

六張連續影像(mIP)，每張間隔13.2 s 



更多view-sharing的變形 

• 與 radial imaging 搭配 
• 與 PROPELLER MRI 搭配 



Radial imaging 

• 每次TR的取樣路徑皆經過k-space
中心(spoke) 

• 收集足夠的spoke即可重建高解析

度影像 



Radial imaging 

kx 

ky 

收訊次序：ABCABCABC … 



View-sharing radial imaging 

• 每次更新數條spokes(稱interleave) 
• 與收訊時間相近的其他spokes合併

以提升frame rate 
• Sliding window reconstruction 



更多變形 

• Kz 方向搭配TRICKS: PR-TRICKS 
• 使用高解析度的重建影像作為

mask: Highly constrained 
backprojection (HYPR) 



PR-TRICKS 

Kx-Ky 可使用angular undersampling 加速掃描 



一般的k-space掃描方式 

磁力線進入物體內，但程度不一 



更多view-sharing的變形 

• 與 radial imaging 搭配 
• 與 PROPELLER MRI 搭配 



K-space of PROPELLER   

由許多不同角度的矩形槳葉(blade)所組成 



螺旋槳磁振造影 

• 每個blade皆包含k-space中央區域

，等同於一張低解析度影像 
• 綜合各種不同角度的資訊，變可獲

得高解析度成像 



螺旋槳磁振造影 

• 不同槳葉的低解析度影像可以用來

進行motion correction 
• 每個槳葉影像校正完位置後在合併

高解析度且無運動假影之影像 



PROPELLER FSE w/ motion 

Cartesian  
w/ motion 

PROPELLER 
wo/ motion 
correction 

PROPELLER 
w/ motion 
correction 



View-Sharing PROPELLER 

• 每個blade都通過k-space中央 
• 使用鄰近的blade來彌補k-space的
外圍區域: view-sharing 



View-sharing PROPELLER recon. 

每個target blade皆可選擇鄰近blade填補外圍資訊 



VS-Prop on DCE cardiac imaging 

上列：低解析度原始槳葉影像 
下列：高解析度螺旋槳影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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